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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第2學期 臨時校務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07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 

會議時間：108年6月11日（星期二）16:10 

主  席：楊校長敏華 

出席委員：林委員群博、吳委員嘉生、歐委員昱廷、鄧委員德雋(施主任雪切代理)、石委員櫻櫻、

劉委員柏伸、林陳委員玫玉、陳委員嘉康、蔣委員博欽、傅委員秀仁、丘委員添富、

王委員冠閔、劉委員國成、程委員榮祥(劉主任育良代理)、翁委員志宗、孫委員而音、

林委員秀柑、侯委員國隆、陳委員富美、翁委員正忞、黃委員哲悠、秦委員雅嫺、翁

委員逸群、楊委員東連、鍾委員國銘、陳委員瑛珣、吳委員幸玲、張委員祐城、林委

員慶全、朱委員賢儒、李委員世珍、謝委員武進、簡委員秀娟、魏委員慧玲、徐委員

文芬、丁委員玉珍、李委員雅琴、古委員銘修、陳委員柏宏、李委員喬閔 

列席人員：沈靜萍老師 

請假委員：邱委員奕賢、江委員若玟、林委員森湖、涂委員政邦、周委員台龍、屈委員妃容、

林委員雅芬、楊委員健炘、鄭委員瓊芬、陳委員士傑、林委員淑真、洪委員銘吉、張

委員國煥、石委員御宏、羅委員梓函、陳委員鉦淯、黃委員俊原 

應到：58位 未到：17位 實到：41位（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劉櫂旋 

壹、 主席致詞 

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 

 

這陣子招生很辛苦，勞動老師到各高中職入班宣導，都是為了因應 109 年少子

化的衝擊。面對斷崖式的少子化，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並用心照顧好學

生。 

貳、 工作追蹤、報告及計畫 

一、教務處(林教務長群博報告) 

進修部的留生率是現在學校最重要的，請大家多留意。 

二、學務處(吳學務長嘉生報告)： 

本校共五件學生使用毒品的案件，未來將加強對進修部學生的輔導。 

三、總務處(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四、研發處(施主任雪切代理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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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館(翁主任志宗代理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六、資訊中心(劉主任柏伸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七、秘書室(秘書室承辦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八、人事室：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九、會計室(陳主任玫玉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體育室(陳主任嘉康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一、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蔣主任博欽報告)： 

  五月份用電度數減少 13.1%，用水減少 23.2%。 

十二、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傅國際長秀仁報告）： 

最近發生外籍生將銀行帳戶外借，造成被詐騙集團使用，請各位委員向學生

加強宣導個人帳戶勿借給他人使用。 

十三、產學合作處(丘處長添富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四、商學與管理學院(王院長冠閔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五、觀光與餐旅學院(施主任雪切代理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六、設計與資訊學院(劉主任育良代理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七、通識教育中心(翁主任志宗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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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 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修訂案。 

說 明：一、本議案經 108 年 3 月 20 日召開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會議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二、法規提案單、法規對照表及修訂之法規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附件 1，P5-10)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增量」申請案。 

說 明：一、 依據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80078341 號函辦理。 

二、 申請條件（積極條件）：學校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得提出增量申請： 

(一)最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達九成以上，並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 

2. 為辦理教育實驗。 

3. 學生人數未滿五千人。 

備註：以本項條件申請者，增量名額以「專科班」或「學士班」為限。 

    (二)經依大學評鑑辦法或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完善，績效卓 

       著。 

備註： 

(1)最近一次綜合評鑑行政類與專業類受評所、系、科、學位學程之評

鑑成績均為一等或通過，或經教育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

（參照「大學評鑑辦法」及「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第 9 條規定）。 

(2)以本條件申請者，增量上限為招生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三。 

(三)新設未滿五年之學校。 

三、本校配合國家重大政策，申請增量「日間部四技資訊科技系 45 名」。 

四、提案單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 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及進修學制餐旅休閒領域系科統一調降之招

生名額，調整至農林漁牧及工業領域系科」申請案。 

說 明：一、 依據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80078341 號函辦理。 

二、 「技專校院 109 學年度總量院所系科增設調整與招生名額管控原則」（如附

件 1）第 3 點略以，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及進修學制(四技日間部、四

技進修部、四技在職專班、二專日間部、二專夜間部、二專在職專班、進

修專校)餐旅休閒領域系科招生名額，本部統一調降 2%；除學校申請前揭

調減名額數調整至農業及工業領域相關系科，調減名額數一律從招生名額

總量中扣減，不得回復。 

三、 本校僅資訊科技系為工業類領域，建議調降 2%之名額皆調整至資訊科技

系。 

四、提案單及申請表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附件 2，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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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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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民國93年12月15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94年1月11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4年2月14日教育部台訓(三)字第0940018085 號函核備  

民國95年11月17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1月16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98年7月14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6月2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3月1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1年6月7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1年12月25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2年1月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2年12月24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2月1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6年1月18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5月23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3月20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6月11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法源依據）  

僑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依

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訂定本規定。  

第二條（名詞定義）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致

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

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以下簡稱校園性別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包括不同學校間所

發生者。  

五、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其他執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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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六、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之人員。  

七、學生：指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第三條（提供資訊）  

本校於處理相關案件時，應主動提供下列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及救濟等資訊予相關人

員：  

一、校園性別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第四條（防治措施）  

本校積極推動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

身體自主之知能，並採取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別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

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別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規定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五條（校園安全規劃）  

為防治校園性別事件，性平會每學年應會同相關單位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置、管

理保全、求救系統、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等安全要素，檢討校園空間及設施之使用情

形，並針對曾經發生或可能發生校園性別事件之空間，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性平會每學年應會同相關單位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師生職員

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檢視成果報告及相關紀錄，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六條（多元尊重）  

本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異。  

第七條（專業倫理）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倫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倫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學、指導、訓練、評鑑、

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第八條（尊重性自主）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二、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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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第四章 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機制及程序  

第九條（處理機關）  

本校教師、職員、工友於知悉校園性別事件時，應立即向本校校安中心通報，由校安中心依規

定於24小時內（知悉至完成通報，均於24小時之內）完成通報教育部與社教主管機關。  

各系所、教學或輔導單位人員於知悉學生發生校園性別事件，除應告知校安中心人員於24小時

內完成通報外，倘學生表明僅願接受前開教學或輔導人員之輔導或協助時，渠等人員仍應知會

學校性平會專責人員或執行秘書，由性平會專責人員或執行秘書告知相關法律規定與可協助處

理之範疇（僅提供輔導或協助支持，不應涉及事件調查及認定事實），以避免發生程序瑕疵及

違法疑義。  

第九條之一  

本校校園性別事件，由性平會調查處理；事件是否受理由輪值委員三人小組，依據性平法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決定之。  

性平會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三人或五人之調查小組。調查小組組成如下：  

一、具性別平等意識的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二、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四、部份調查小組成員，必要時得外聘之。  

第十條（處理原則）  

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二、避免重複詢問。  

三、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

量者外，應予保密。  

四、採取必要之處置，應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並於此期間對於行為人及被行為人之

調查皆須由雙方輔導老師陪同。  

五、應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

必要時，應提供心理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第十一條（申請方式）  

本校校園性別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性平會申請調查。但校長為加害人時，

應向教育部申請調查。  

第十二條（受理決定）  

性平會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申請或檢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前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

具明理由，向本校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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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受理處理）  

學生事務處或其他單位接獲申請或檢舉後，除有不受理事由外，應於三日內送性平會調查處

理。  

第十四條（受理調查）  

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 每

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性平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學校提出報告。  

第十五條（調查注意事項）  

本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 、被害人

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

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本校得經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

繼續調查處理。  

第十六條（保密規定）  

校園性別事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受理單位除有調查

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本校參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所有人員。  

依前二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本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

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

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十七條（必要處置）  

為保障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於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四、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  

第十八條（獨立原則）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前項之調查程序， 不

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第十九條（調查處理）  

學校應於接獲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機關依本規定或其他相關法規議處， 並

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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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前項議處前，性平會代表應列席說明。  

除第一項方式辦理外，並得命加害人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第一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二十條（檔案保管）  

本校依本規定建立校園性別事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料，並由性平會專責保管。  

依前項規定所建立之檔案資料，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加害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加害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庭背景等。  

第二項報告檔案，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第五章 校園性別事件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第二十一條（不服之申復）  

性平會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

受理單位。  

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學校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

名理由向學務處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

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二條（處理程序）  

本校學務處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決定並附決定之理由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人，其小組成員

中，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

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請性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

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  

七、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復。  

第二十三條（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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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不服申復無理由決定者，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提起救濟。  

第二十四條（重新調查）  

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本校對於與校園性別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

平會之調查報告。  

加害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提出書面陳述意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於召開會議審議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二、教師涉性侵害事件者，於性平會召開會議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並依前

款規定辦理。  

加害人前項所提書面意見，除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決定懲處之

權責單位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第二十五條（確實執行）  

各單位對於本規定有關事件應採取事後追蹤，確保調查結論確實有效執行。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其他事宜）  

本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準用或適用其他相關法規。  

第二十七條（修定程序）  

本規定經性平會議決，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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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